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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是茫茫黄海赐给南通、盐城人一望无垠的宝
地。滩涂由两大块组成，涨潮不漫为滩，反之则为涂。滩涂
看上去一毛不拔，可在它的表层下面，却生活着三种名气
很响的贝类，人称滩涂三宝：蛏、蛤蜊和欢子。

蛏
蛏生活在涂区内。涂区内沟岔纵横交错，在这些涨潮

漫入海中、落潮露出水面的沟沟岔岔中，生活着被称为滩
涂“第一美味”的蛏。

滩涂上的蛏大小适中，把勾出来的蛏洗净，然后下锅
加水烧透，就露出壳里雪白的肉子，形状恰似人样，故又
称“美人蛏”。此时，你只要加些调料，便可美餐一顿。

勾蛏技术性很强，不是你想勾就能勾到的。记得儿时
随大人勾蛏，只见他们三划两绕，竹篮子里就满满一下
子，等到涨潮，我才好不容易勾上十来条，还全是破的。勾
蛏的勾子是根据蛏眼子专门设计的呈 45度锐角状，两侧
分开，似毒蛇的两颗门牙。勾蛏首先要找蛏眼子，在哪光
滑滑的沟边上，要想发现蛏眼子还真的不是易事，有经验
的勾蛏人总是能找到不易被发现隐藏得很巧妙的蛏眼
子，然后一举勾出。原来，那蛏眼子就像微型电器的插座，
两个眼子很小，正好维持蛏的呼吸。蛏在呼吸过程中排出
废物，就像人的眼屎粘在眼角一样，那废物就粘在蛏眼
上。有经验的勾蛏人只要看到那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眼
样”，就立即能判断出那是一个蛏眼。这时，只要把勾子顺
着蛏眼轻轻地插入，然后轻轻一转，待勾“抓”住蛏儿，就
势拉出，一只肥嘟嘟的“美人蛏”就被勾了出来。

蛤蜊
蛤蜊与文蛤不一样，一般说来，文蛤多产于东台、启

东一带的滩涂上，而蛤蜊则是盐城滩涂的特产。文蛤的壳
被用来制作“歪歪油”，那是一种十分经济便宜的“化妆
品”，可以治好手脚上的冻疮口子。而蛤蜊的壳却被人们
粉碎后制作猪和鱼虾蟹贝的饲料，这种含有丰富钙质的
饲料不仅猪子肯吃，而且多长廋肉，生长期还能大大提
前。

挖蛤蜊这活计相对于勾蛏来说，要容易一点。一来，
蛤蜊的地域分布不像蛏那样有很强的局限性，只要落潮，
在那广袤的涂域内，到处都隐藏着蛤蜊，就像一座乱坟岗
到处都竖着坟头一样。不过，乱坟岗的坟头是清清楚楚地
露出地面，而海涂上的蛤蜊却埋在沙里，没有经验，你要
想吃着它还不能算是一件容易的事。

挖蛤蜊，顾名思义那肯定是少不了一把锹。蛤蜊锹跟
我们平时使用的大锹不一样，我们这儿的大锹有两种，一
种是“本地锹”，平口；一种是“海门锹”，圆口，这种锹是随
着海门的移民一起来到盐城的。而“蛤蜊锹”就像“海门
锹”，不过比“海门锹”要小得多，整个重量也轻得多。挖蛤
蜊就是拿着一把蛤蜊锹，背着一只竹篓，在那漫无边际的
海涂上寻找“猎物”。有经验的挖蛤人，能做到“眼睛看着，
手里忙着，脚底踩着”。所谓“眼睛看着”，就是凭着一双眼

睛，就能看到蛤蜊藏身的地方，只要让蛤蜊锹沿着一块稍
高一点的小沙丘挖下去，一只肥蛤就会手到擒来。所谓
“手里忙着”就是不断地摆弄蛤蜊锹，使眼睛同手形成“连
锁作业”。碰到那些挖蛤老手，你会对那“眼手配合”佩服
得五体投地。所谓“脚底踩着”就是指的那些有经验的挖
蛤人能凭自己的“脚底感觉”，判断出他走过的地方哪里
有蛤，哪里没蛤。当然了，这样的挖蛤人，那功夫不是一天
两天就能炼成的，非是老道的赶海人不可。

欢子
阳春三月，滩涂上的欢子肥了，肥得让人“夺你的筷

子也不肯丢手”。每到三月前后，市场上的欢子十分抢手，
这时你随便走到哪家，都会闻到那欢子汤的鲜味。

欢子相对于蛏和蛤蜊来说“档次”要低一些。也正因
为如此，弄欢子的“手段”也相对简单一些，完全没有必要
让那些勾子、锹来充当你的“助手”。弄欢子最好的办法就
是“晃”。所谓“晃”，就是岔开两腿，双脚之间约一尺距离。
然后你就开始抖动你的双腿，晃着晃着，脚下的沙子开始
流动，晃着晃着，你周围约十几平米面积的沙层就汇聚成
沙流，就像小溪的流水一样，顺着你双脚晃成的塘，潺潺
地流了进去。这时，你会发现，白晃晃的欢子就像一个个
银光闪闪的元宝，躺卧在沙面上，等着你去拾掇。

晃欢子要经受两个考验：一个是要不怕寒冷，早春二
月，春寒料峭，你只有使劲的晃，才会晃出果实晃出热和
汗来；二个是要选准滩地，尽量选择那些没人晃过的滩
面。如果满滩一捆柴或瞎子吃肥肉，块块是好的，那就只
能是事倍功半，晃了半天，却所得无几。

滩涂三宝
李志勇

一

假日午后，驱车前往后羿公园。半年未往，有些惦念。公园
里少有人行。风劲，素波漾，叶翻飞。银杏黄，乌桕红，意杨枝瘦。
是深秋初冬凋而未败的景象。公园建好十余年了吧，先移来的
树木四围支撑物已撤除，它们似已与立足的土地自然融为一
体。

忽发现，对面僻径深处过来一个人，太空漫步那样缓慢轻
飘且规则机械地走，那步态，在这清寂的园子里，使我不由大
骇，简直以为误入幻梦。木然中他已近在身侧了，奇怪的他停下
了步伐，暗格棉布帽子下脖颈亦被一同包裹，裸露的一小块面
容竟满浮笑意。怪人摘下了帽子，方识得是已退职的 L。暗暗松
了一口气。

相互问候罢，他自述患肺癌已四年，放化疗加日日这样子
走步，六公分的瘤已消失。年已六十，面颊红润，看着气色挺好。
告别后，他背向我们立定路中，几次缓慢深长调息后，又以之前
那怪异的太空步继续向前行进。不免有一番嗟叹，叹人生无常，
叹他与疾病抗争之路怎样坎坷艰辛，叹他活的更应是心态与意
志。

归鸟欢噪于寒林时，驾车返。深红色大太阳刚刚沉入地平
线余晖尚未尽收，大又白的月，已升起在东边天空。

二

睡早，便也醒得早。附近初中校喧闹的晨曲歇下之后，鸽子
方开始咕咕咕，白头鹎、麻雀依然一无动静，夜长昼短，它们都
还在梦里吧。同往千鹤湖。路上，各种车的声音汇成一股看不见
的强劲的生命的流，似也被裹挟其中身不由己般一同向前。

湖边则是清静的。红日初升，天边是好看的嫣红色，又一个
朗晴天气。欢喜于拍得俏立枝梢的喜鹊、湖上惊走的水禽、鱼跃
后留下的涡纹。拿手机的手却觉得冷，终究已是冬天。公园洒水
车在工作，坐在露天水箱上的工人两腿随意交叠着仿佛很闲
适，双臂则用力半举起粗大的水管，白色水雾从管中喷出，洒向
路边一棵又一棵树木。看他这样子，好像还挺享受的呢，身边人
猜测道。随遇而安，未尝不是一种境界。

三

我的菊也在开花。移来后第三度开花。朵朵金灿灿的花儿
倚槛层层舒展，兀自清艳。今年花枝不及去岁多，许因没有及时
扦插而影响了繁衍。去年的菊留给记忆仍在，多是沐着阳光或
缀着水滴的记忆，因我爱在这样的时刻去亲近欣赏它们。

阳光或雨光，总能赋予花以特别的美。今年秋冬雨水少更
兼日头南移，阳光只每天中午惠及它们一小会儿。没有日光或
雨光的映衬激发，花儿即便盛绽，似也缺些灵性少些神采。这样
的花，每叫我很不妥恰地想起宝玉的譬喻：死珠，鱼眼睛。

宝玉说的是女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
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
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
了。”宝玉注定只能活在青春时，自己不能老，周围人尤其女人
更不能，他不知道有些人是可以越活越温润的。实际上我的菊
即使不在光中也不至于就成了死珠或鱼眼睛。花开，本就自带
了光芒，阳光、雨水之于花，则犹如爱之于人，宝贵并奢侈。

冬日散章
鲁声娜

那一束红色风信子斜倚在窗边，温暖了阳光，陪伴着
夕阳，年复一年。

我同那扇木门并排立着，没有挨着，盯着对面那人皮
鞋旁的烟头。那位已过不惑之年的人略显啰嗦的声音在
我耳旁响起。
“每次上课，我们都很激动，老师们温文尔雅，我们一

群小毛孩不管多远遇见老师们，打内心都想喊一声‘老师
好’，然而对于老校长，就大不相同了。”稍显窘迫的声音
吞吞吐吐地，“老校长整天板着脸，抓纪律一天比一天紧，
我们这些学生恨不得绕着走，还给老校长起了个外号，叫
‘老，老癞头’。”把这句话抛出后，那男人如释重负吐了口
气，拭了拭鼻头上的汗。

这都什么人啊，这么说我爷爷？我低着头，腹诽道。原
先眯着眼躺在摇椅上的爷爷也吹胡子瞪眼睛，嘟哝了声
“小兔崽子”。

我又开始等待面前这位略显老态的男人，等待他的
回忆。
“一听您老人家说‘小兔崽子’，我倒又想起来了，当

年我爹外出打工落得残疾回来，为给爹治病家里落得穷
当当，整个担子就落到了我妈一人身上了，我本想不读书
了，回去帮衬家里把日子向前过过，读书这种好差事就留
给子孙后代去吧！未曾想，就在我收拾书包准备回家的时
候，竟然有人愿意资助我家，又是送粮又是送钱的，要不
是那天王老师说我怕是……”男人有点哽咽，站在爷爷面
前还像个小学生，微微低着头。

你以为我爷爷是老古董呢，不近人情似的，闲暇时把

爷爷当玩笑，翻翻旧账，取笑几声罢了。我用脚踢了一下
前面的小泥土堆，心中益发不满。

爷爷倏地开了口，黑着脸补充道：“你特地拦着我道
谢，还喊我爷爷，老子我那年才四十五岁，哼，小兔崽子。”

我不禁失笑。
男人赶紧把话岔了过去，正了正脸色，说:“我最后悔

的便是上学期间没有给您送过花，宅子后面明明长着一
块风信子，我愣是一次没有送过。您后来还让我做升旗
手，我们一家子都来看了，那一天我比过春节还开心
……”爷爷见他讲得很起劲儿，默念道：“你不是叫‘方向’
嘛，我当时那么做就是不想让你人生走偏。”

太阳西下，男人才结束了谈话，连连谢绝了爷爷的挽
留，留下了那束红红的风信子，衬着天边的晚霞，如火一
般。

这位先生每年都来拜访爷爷，每次带来一束红色风
信子。事业有成的他，为答谢心中缺憾，捐赠给原来爷爷
做校长的那所学校一笔资金，新建了一幢教学楼，取名
“希望”。

他走时会向爷爷深深鞠一躬，以表心中的感谢之情。
我也向他鞠一躬，敬那些存有学有所成、心存感恩之

心的有情有义之人。
我更要向爷爷鞠一躬，敬像我爷爷这样默默无闻、乐

于助人的人，支撑着各条战线的无数人士拼搏奋斗不已，
成为我心目中的那丝骄傲。

太阳初起，风信子上带着清晨的露珠，犹像一面红色
的国旗从东方冉冉升起。

藏在心目中的骄傲
周正玉

横空出世一巨龙，威震海域与苍穹。
华厦铸就第一舰，东方醒狮树雄风。

掌舵领袖挥巨手，海军将士展英容。
雄鹰振翅排云上，蛟龙潜水碧波中。

改革开放硕果丰，民富国强举世颂。
钢铁长城卫疆土，万众共圆复兴梦。

贺中华第一舰入列
吕庚佐

南湖烟雨水气蒸，革命红舟雾中存。
风雨飘摇数十载，红船精神荡气肠。

遥想当年白色恐，热血青年赴义勇。
生死存亡红船荡，共产宣言选得中。

民主自由呼声涌，革命波澜逐浪汹。
红船指针航程引，神州大地春雷颂。

如今岁月如日中，中外游人慕名从。
缅怀红船前辈事，伟大复兴中国龙。

南湖颂
董素印

三亚军港战旗红，华厦航母威苍穹。
军委主席授军旗，海军将士展雄风。
祖国腾飞举世颂，国富民强众从容。
强军卫国疆域宁，万众共圆复兴梦。

贺山东舰交付海军
程新涛

年复一年，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变老了。有时会暗自感叹岁
月匆匆。

其实谁都知道，老是人生必然。这是抵挡不住的规律，从道
理上讲无需感伤。真的老了，我们又怎能奈何于它？我想还是坦
然面对更好。如果能够捕捉住这人生夕阳美景，就不愧是个睿智
老人。

写过散文名篇《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有这样的诗句：“但得
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我在进入老年之后，常常在心中
吟哦，并在体悟中领略美好。这老年的景致呀，虽说没有朝霞绚
丽，却有着深沉的亮色。老年自有老年的风景，心境似冬天白雪
宁静，欲望像夏天雷雨闪过，生活犹春天草木平常。我想这就是
朱自清先生说的夕阳无限好。

当然，老年人也并非生来就这样豁达，由于有过磨砺才更淡
定，由于经过艰苦才更知足，由于受过饥寒才更节俭。老年人的
开阔心胸就是这样慢慢炼成的。如同经霜的枫叶，在人生的园林
里，别有一番独特风骨。

大多数老年人，不想求人赞美，只望有人理解；不想再被折
腾，只望得到爱护；不想拖累别人，只想平静度日；不想光图享
受，只想厚待余生……这人生的夕阳啊，真的很美很好。

老来更觉夕阳美
江正

母亲今年 72岁，身体还好。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
小时候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平素不像其他老人，既不会
打麻将，又不会看纸牌，却一时也闲不住，一天不做农
活觉得浑身疼。要说，她老人家唯一的爱好，那就是“爱
唠嗑”。

父亲去世后的一些日子，母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经常搬一张凳子坐在家门口发呆。我知道，她是在思念
父亲。妻子发现这一情况后，找来邻居轮流陪母亲唠
嗑，打发她寂寞的时光。我只要一回家或者带母亲到县
城来，总是要陪她老人家唠半天嗑。

有一次，她给我们讲述父亲年轻时候如何辛辛苦
苦挣钱养家的故事，并教育我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尤其是她给我们讲父亲当年“上河工”挑泥
的往事，让人潸然泪下。那时候，我母亲才生下我大妹
妹，父亲到盐城（现在的盐都区）“上河工”三个多月没
有时间回家，也没有电话联系。有一天晚上，父亲思念
母亲、我和我大妹，等晚上放工时候，借了一辆自行车
骑了三个多小时才到家，第二天早上为了上工不迟到，
早上四点多钟就出发了。母亲讲到这个故事时，禁不住
老泪纵横，我则在一旁陪着母亲淌眼泪。

母亲为人厚道，忠诚老实，她与我唠嗑时经常灌输
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做人不但要孝敬老人，而且也要
善待亲人，为人处世，要想别人尊重你，你得首先尊重

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大话说不得，坏事做不
得，过头的话不要说；待人要谦虚，不能狂妄。母亲的这
些经常绕在嘴边的话，成了我现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座
右铭，时刻伴随着我成长、前进，成为我人生中指路的
一座灯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些 60 后的中年，一步一
步向“60岁”迈进。因此，与母亲在一起唠嗑，更是幸福
的享受，自己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了，可以与母亲汇报，
受到委屈时也可以向母亲倾诉，只有她老人家才可以
抹平你受伤的心灵。双鬓斑白的母亲对我经常陪她在
一起唠嗑，她说比什么都好！她的想法也很简单，对于
她来说，她已不需要高宅深院、不需要宝马轿车，只需
要我们子女能把爱心、孝心融入到陪伴在她身边，让她
能经常看到我们，陪她吃顿饭，聊聊天，也就心满意足
了。

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陪父亲唠嗑了，这成为我心
里永远的疼。唯一的心愿就是闲下来与老母亲唠唠嗑，
哪怕每天与母亲通上一个电话，就是仅仅几分钟的时
间，也是非常的幸福。因为我深知，只有在陪母亲唠嗑
的时光中，我才能忘记了工作中的辛苦，忘记了生活中
的烦恼；还有就是在与母亲一起唠嗑的时光里，我更多
的是感受一种浓浓的母爱。

陪老母唠嗑
张建忠

前两天，晨练时到了射阳河闸管理处的活动场地，看到池塘
里有只小船。工人正在池中石壁上进行彩灯施工，知道我要摄像
留影，工人将灯全部开通，让我拍摄，我当时就发到朋友圈，配了
一段话：水波荡漾灯闪亮，射阳河闸好风光。谁抛彩练落水中，请
看船上一巧工。

射阳河闸这次维修工程已历时半年，作为河闸的配套———
公园亮化工程正紧张施工。这璀璨夺目的彩灯错落有致地散落
在公园的草坪、池塘、亭台旁，让人目不暇接、心生慨叹。

上世纪的 1957年，我从滨海县来到射阳河闸北首的海通镇
大廪基庄围西，这里原来是实业保安队的居住地。每到晚上，看
到南方不远的地方亮起一排排星星般的灯光。亲戚告诉我，那就
是射阳大闸的灯光。七、八岁的小孩，真想到闸上一睹为快，可父
母哪敢让我们去。直到我上海通高小五年级，才有机会在老师的
带领下到到闸上参观。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在作文辅导时说，今
天天气不怎么晴朗，你们在写的时候不要照搬人家写过的什么
阳光明媚、天空万里无云。看到多云就写多云，风大风小也写出
你真实感觉。老师的话让我知道，写作文讲究真实，不能睁着眼
睛说瞎话。然而，上课是白天，并不能看到晚上开灯的璀璨的样
子。

又过了两年，我上初中住了校，才与一位姓徐的同学在晚饭
后到闸上逛逛。灯是亮了，却由于离得太近，没有了我在家远望
的那种缥缈的感觉。好在我们能在闸首的灯下看看书、聊聊天。
在这明亮的河闸灯光下，我们一起欣赏初三语文老师顾海明的
诗歌《共青桥》：共青桥头千树绿，榴花初放一点红。几时渔歌飞
出海，九曲阳河化彩虹。

2020年的元旦，半封闭的河闸共青桥终于可以通轿车了。
据说是方便大众春节前后的出行。这可乐坏了闸南北两边的人
们，上班将汽车停在闸南，下车步行的日子结束了。商贩绕路到
县城拿货的，赶早路过大闸，闸灯为他们照亮行程。尤其是接送
孩子上放学的人们，喜悦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这时，河闸的灯光
简直不是普通的灯光，而是升华为一种给人们带来幸福的不灭
的神火。

射阳河闸的灯光
李健

后羿公园 王万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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